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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个人信息裸奔的社会加道安全锁

你是“考碗族”吗？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晕车昏昏：一看报纸，烟台事业单位又招考了，
不知道烟台人对公务员事业编的热衷程度咋样，有没
有考碗族？就是完全不工作，专门在家复习考公务员
事业单位的一群人。今年考不上等明年，只要有考试
都不错过机会。

毛旭松

继酒店、快递行业曝出泄露
客户个人信息丑闻之后，民航业
也成为不法分子贩卖个人信息
的重灾区，冒充航空公司短信平
台向旅客发送航班取消信息骗
取票款的事件频频发生。终于，
烟台一位市民中招，被骗了两万
多元。

先说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某天接到一个归属地上海的电

话，对方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
音普通话，上来就问我是不是某
某某的家长，自称烟台市卫生局
工作人员，催促我交1500元检查
费。一听这口音就知道是诈骗电
话，告知对方“先练好普通话再来
诈骗吧”。

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接到过
类似的敲诈电话，但凡留点心还
是能够轻松看破骗局，可很多人
对诈骗不上心，甚至还会嘲弄那
些中招者。恰恰忽略了重要的问
题，是谁把我们的个人信息透露
出去的呢？

就这起针对网络订购机票者
的诈骗来看，这个诈骗手段高明

得多。当从一个400电话中传来你
的乘机日期、航班号、出发地、目
的地、手机号均准确无误，你还会
剩下多少疑虑？一旦对签退流程
不太熟悉，很容易被骗。

我们不妨刨根问底，订票系
统是否存在技术漏洞？机票代理
鱼龙混杂，是否让不法分子有空
可钻？航空公司或许不会恶意泄
露乘客信息，但是否为乘客筑起
信息管理的防火墙呢？这一系列
的问号，谁来出面解答？

是黑客攻击购票网站还是
航空公司内部有鬼必须彻查清
楚，通过网上搜索可知，1 0月份
以来，涉及此类事件的航空公司

持续增加，包括国航、东航、南
航、深航、山航、川航、祥鹏航空
等，订票渠道中既有航空公司官
方热线、航空公司官网，也包括
第三方票务代理平台，如去哪儿
网和携程网。如果说只是一家航
空公司泄露信息，还不足以定
性，但许多航空公司都发生了类
似的事件，我们有理由怀疑航班
订票动态数据包被拦截、破解的
可能性很大。

前段时间，查房网泄露大量
公民隐私和信息，可惜被很多人
娱乐化解读了，信息安全并没有
引起足够重视。时隔不久，冒充
航空公司假签退事件才让人们

真正重视起个人信息泄露这个
似乎有点老的话题。如果不能够
查出泄密者，铲除整个非法信息
交易链条，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
可能陷入诈骗漩涡。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个人
信息成了一种有价值的买卖资
源。刚生孩子就会收到推销奶粉
的电话、刚买了车就有推销保险
的短信等等，电话那端的陌生人
总会如神一般清楚你的一举一
动。网络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
时，也成就了个人信息“裸奔”的
社会。如何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维护公共隐私权免受侵害，成了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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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新闻：16年前，河南光山县城
关镇农民吴继安承办政府工程时，
自己垫付了15万工程款，可16年过
去了，他已黑发变白发，当地政府
却还没将钱还完，仍欠他7万多元
利息。镇政府则称，已把本金全部
还清，还还了7千元的利息，“已经
够意思了”。(东方今报)

点评：欠债不还的权力是谁给
的？

新闻：近日，广东茂名市信宜
第二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给该校
一副校长发短信，抱怨学校食堂伙
食糟糕，并且食堂工作人员态度恶
劣。但该学生在短信开头自称“老
子”，并威胁校长是否想上电视。随
后，在高三学子广播大会上，校长
将该学生的短信内容公之于众，训
斥讲话中充斥着“畜类”、“哈巴狗”
等侮辱性词语，并悬赏“一粒糖”寻
找发短信学生。(南方日报)

点评：小孩少了些教养，校长
也少了些肚量。

新闻：2014年国考本月进入倒
计时，报名确认今日结束，笔试将
于23日进行。记者统计，这场被称
作“中国第一考”的考试，报名人数
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此次的
152万人，20年间涨了344倍。竞争
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

年的77∶1。(新京报)

点评：没人愿意做主人，争着
当公仆。

新闻：“小区建筑风格为徽派
建筑，纯属从设计美学角度考虑，
并没有额外增加建设成本。”7日，
江西省抚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
就该市安置房“假窗门”回应称，

“今后在设计上更要考虑大众的直
观审美感受，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
解。”(中新网)

点评：完美诠释了画蛇添足的
含义。

只因争用机舱内行李架，4名
中国大妈跟外籍夫妇动起手来，致
航班延误。仍然记忆犹新的是，
1996年与南开大学衣维明去瑞士，
整个团只有我们俩中国人；每次导
游用荷兰语解说完，应全团荷兰旅
游者的要求，重新用英语给我们俩
单独解说一遍；所有的荷兰人肃立
一旁重新听一遍；同样的情形在国
内不敢奢求。

——— 吕随启(教授)

社会安全金体系可以解决工
作人群退休后养老的基本收入问
题，但美国还有一部分穷人既没有
社会安全金也没有其他的收入，这
些人也要养老，那该咋办？没有收
入的老人要靠儿女来养老吗？美国
人没有那习惯。法律上要求父母需
要将孩子安全、健康地抚养到1 8

岁，但却没有法律规定，孩子要为
年迈的父母养老送终。如果说美国
人领取社会安全金是一种保险养
老，而没有收入的老人养老就是货
真价实的政府养老。

——— 乔磊(媒体人)

@一觉睡到自然醒：还记得大四
的时候，班级里一半考研一半考公务
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ZJ西路：我一个学弟，倒是没
有考碗，而是成了考研一族，本科毕
业后就在家里闭关，好像连续考了三
次研究生落榜，最后终于听家里安排
出去工作了。

@不睡觉的猫：如果一个国家的
年轻人对公务员趋之若鹜，那么这个
国家的未来可憧憬的就不多了。

@2013qinghuida：虽然没有考过，
但是想以后捧上铁饭碗。

@晕车昏昏：老家那边有几个同
学，毕业后成了专门的考碗族，现在
听说在社区上班呢，好像还不算公务
员。

@好樱桃烂樱桃：当年不懂事，
报考过一次，但我对不工作赖在家里
专门考试的人表示不理解。

@碧空长剑：烟台的公务员和事
业单位都很抢手，福利待遇真是好，
昨天和一开发区老师聊天，刚考进
去，一年乱七八糟加起来收入真不
少，让人羡慕。

来源：烟台论坛

漫漫画画：：孙孙雪雪娇娇

牟平供电公司

C06 话题
2013年1111月88日 星期五五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宋宋晓晓霞霞 ·今日烟台

杨进(招远市)

今年8月的一天中午，天
气很热，去市场时发现一幢
楼下停着一辆油罐车。嗅到
浓重的汽油味，出于对消防
安全的敏感，我马上意识到
汽油的挥发物和空气容易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明火
后果不堪设想，停在小区内
油罐车就会成为炸弹。我联
系消防部门，他们说无权过
问，又联系交警和安监，他们
也说没有办法，幸亏后来司
机把车开走才没有发生事
故。

后来笔者留心调查城
区内所有的小区消防安全
隐患，自己也大吃一惊，消
防隐患存在多处。消防安全
通道不通畅：随着机动车增
多，车子随意停放；家中防
盗网无逃生窗；住户随意在
楼梯道堆放物品。家庭消防
事故隐患：家中线路老化、
有 大功率用电器、私拉乱
接 、装修使用很多易燃材
料、不正确使用电器、天然
气、煤气。消防设施不足、消
防知识不足：很多小区周围
没有消防栓、家庭没有消防
器具，甚至于小区警务室内

也没有。居民们不懂消防安
全知识，更分不清油类、燃
气类、电器类火灾的扑救方
法，不能够有效的扑救初起
的火灾而酿成大火。消防安
全布局不合理：小区周围常
有液化气代灌点、加油站、
煤气调压站等消防事故高
发设施；小区内电力线、电
话线、有线电视线、网线杂
乱无章。外来隐患：经常有
化工危险品、易燃易爆的车
辆进出小区。

越来越多的事故说明：
隐患险于明火，小区消防安
全不容再拖！

小区消防安全不容忽视

我有话说

用行动扮靓城市明信片
朱晓楠(蓬莱市)

河北籍游客在蓬莱游
玩，乘坐海上游艇，游玩结束
后发现手包不慎落在游艇
上，由于当时没记住游艇船
号，两人是心急如焚又百般
无助，正当他们来到执勤点
向民警求助时，游艇船主主
动找到警务室将游客手包完
好归还失主。

“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作为旅游城市，烟台以其独
特的自然风光、山海之美赢
得诸多赞誉，也让烟台这座
海滨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仙

境之城、梦幻之都。其实对一
座城市来说，大自然的馈赠
是上天的恩惠，可城市的内
涵之美却是一座城市文明的
符号、道德的讯息。

前段时间，咱们烟台的
新道德模范，是在“老一辈”
道德模范的感召下，又涌现
出的“新鲜血液”。他们讲述
着烟台故事、怀揣着烟台情
怀、传播着烟台大爱，着实为
全市人民展现了别开生面的
心灵讲堂，这为社会公德的
传递、家庭美德的传播、职业
道德的树立注入一剂强心
剂，助推全市人民认识模范、

学习模范、感悟模范、争做模
范的新浪潮，同时为全市人
民展现了别开生面的心灵讲
堂，也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注入营养和能量，让我们紧
随模范的足迹前进。

其实模范就在我们身
边，他会是耄耋老人、是年幼
少年，他会是企业高管、是普
通百姓……游艇船长的行为
是善意之心、平凡之举，却是
在用行动践行模范的精神实
质、传承模范的高尚品行，正
是因为有了这些平凡的人，
烟台这张城市明信片才更加
多彩、靓丽。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张蓓) 内部控制建
设是强化依法治企的内在要求，今年以
来，国网牟平供电公司集中力量加快构建
适应公司发展的内部控制体系。

该公司跨专业、跨部门组织相关人员
开展内控知识竞赛，普及内控知识，将内
控建设融入实际业务流程。加强各部门的
双向协同和联动，设置关键控制点、明确
各节点的控制责任，使公司各项业务流程
按内控要求紧密衔接，促进公司内控成果
的全面落地。

举办党务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薛俊杰) 近日，牟

平公司党务知识培训班开课，该公司共30

余名同志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教学内容丰富，该公司邀请

了专家教授授课。课程设置有传统国学教
育、党史教育、党员发展、党建专题教育、
心理健康、东部新区建设、中国梦的精神
实质等课程等。

通过此次培训，与会人员对进一步做
好党务工作，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各抒己见，有效提升了党务干部抓党建促
发展和形成组织优势的能力。

强化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管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唐卫民) 为确保信息
报送渠道顺畅，重大事项处置及时有效，国
网牟平供电公司近日下发通知，进一步规
范公司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管理。

通知对重大事项报告要求、报送范围
以及考核与责任做了进一步明确，要求重
大事项不得漏报、迟报或隐瞒不报。要求
该公司各部门、单位准确把握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的时效性、规范性、严肃性和责任
性，提高重大事项报告在应急处置中的

“前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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